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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阳节一过、霜降之后，进入同时品尝
“九雌十雄”大闸蟹黄金季，蟹膏松软滑润鲜
红充盈、蟹黄金色流油外溢，最好吃的大闸
蟹———爆黄红膏大闸蟹来了！
来自东方国际水产、江杨市场和中国渔

业协会水产商贸分会大闸蟹营销联盟的消
息：今年爆黄红膏大闸蟹产量减一成、价涨一
成，6两母 8两公及以上极品千里挑一，性价
比最高的 3两母 4 两公零售每只分别为 138
元至 158元和 170元至 180元。

品蟹是褚先生最大爱好之一，他只在农
历九月至十月吃蟹黄金色爆满，膏红滑腴的
母蟹，以及膏白黏腻的公蟹，也就是业内称为
的爆黄红膏蟹。
近年来大闸蟹上市数量明显增加，但属

于爆黄红膏的大闸蟹数量还真不多，4两母 6
两公以上爆黄红膏大闸蟹更少，褚先生要求
的都是 4两母 6两公以上，蟹膏蟹黄占整只
蟹重 1/5左右的大闸蟹。
今年 10 月底恰逢褚先生太太 50 岁生

日，为了让太太高兴，他特地关照经销商，愿
出 800元预订 6两母 8两公及以上一只极品
金色蟹黄爆黄红膏蟹，总共订购 10 只。褚先
生表示，今年极品 6两母 8两公及以上“爆黄
红膏”量少，价格涨至 600 元以上一只，不花
重金拿不到货。

据大闸蟹养殖专家、上海水产大学教授
成永旭介绍，“每年国庆过后，进入大闸蟹
‘九雌十雄’成熟上市期，重阳、霜降之后至
11月中下旬，20 多天里就会出现爆黄红膏大
闸蟹。”
蟹膏指的是蟹性腺，蟹黄指的是蟹的肝

胰腺或叫肝脏，蟹黄颜色共有 3种，即蓝色
（最差）、黄色（品质尚好）和金色（品质上层）。
10 月末至 11 月中下旬，蒸煮好的大闸蟹，打
开蟹盖后，如果母蟹蟹膏松软滑润鲜红充盈，
公蟹白膏比较充盈，母蟹公蟹蟹黄金色流油
外溢，这样的蟹就是爆黄红膏大闸蟹。
大闸蟹无论大小，都会出现爆黄红膏，很

多“3母 4公”及以上大蟹达不到标准也称不
上爆黄红膏蟹。测试表明，爆黄红膏大闸蟹，
母蟹蟹黄占蟹重 7%至 8%，蟹膏占蟹重 12%
至 14%；公蟹蟹黄占蟹重 6%至 13%，白膏占
蟹重 4%左右。从蟹的肥满度讲，爆黄红膏大
闸蟹母蟹的肥满度要达到 0.57 克 /cm3 以
上,公蟹要达到 0.64 克 /cm3以上。最佳爆黄
红膏大闸蟹蟹黄蟹膏占蟹重 20%左右，蟹黄
呈金黄色，选蟹师、老蟹农用手掂一掂，八九
不离十知道这只蟹是不是爆黄红膏。

上海葛企实业有限公司经营大闸蟹多
年，今年国庆过后来预订爆黄红膏大闸蟹的
铁粉多达 60多户、100多盒。
“近年来‘爆黄红膏’铁粉每年都在增

加，很多吃客喜欢吃爆黄红膏蟹，却不会挑
选，专门找我们公司帮他们挑蟹、收货。”该公
司总经理石晶告诉记者，“市场上 2两母 3两
公左右中小爆黄红膏大闸蟹比较多，3两母 4
两公及以上比较少，多数吃客预订的是 3两
母 4 两公及以上大规格爆黄红膏蟹，极品 6
两母 8两公以上爆黄红膏蟹则更加少。以 3
两母 4两公‘爆黄红膏’性价比最高，因为其
属于大蟹，规格大小适合送人且价格不贵。”
中渔协水产商贸分会大闸蟹营销联盟提

供的数据显示：今年爆黄红膏大闸蟹零售价
较去年上涨一成左右，其中 3两母蟹、4两公
蟹零售价分别为 138 元至 158 元 / 只和 170
元至 180元 / 只；3.5 两母蟹、5两公蟹零售价
分别为 208 元 / 只和 280 元 / 只；4 两母蟹、
5.5 两公蟹零售价分别为 258 元 / 只和 380
元 / 只；4.5 两母蟹、6 两公蟹零售价分别为
318 元和 520 元 / 只。6 两母、8两公及以上
大闸蟹根据具体销量、重量协商价格，零售
600元以上一只。
据分析，今年“爆黄红膏”涨价，一是因

为今年气温总体偏高，影响河蟹摄食和蜕壳，
甚至大量死亡，导致产量下降；二是因为吃客
的要求高了，今年不少吃客会特别提出蟹黄
蟹膏含量要求，经销商选择的余地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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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采了一个月都没被采完的橘子，今年
原定采 9天，结果 2天不到就被采完了。
10 月 30 日晚，滨江森林公园紧急发布公

告，原定 9天的柑橘采摘活动 31日提前结束。
原来，30 日一天下来，园内两三万斤柑橘被热
情的游客采得差不多了，31 日估计大半天下
来就会被采完。和滨江森林公园一江之隔的共
青森林公园同样人气旺盛，上海菊花展开幕后
的第一个周末迎来约 4.2 万名游客，31 日截至
中午 12时有 2万多名游客，保持了公园免费
开放以来的热度。
滨江森林公园是中心城区唯一有大片橘

园的公园，每年柑橘成熟季节都会举办采摘活
动，如果没有遇到恶劣天气等特殊情况，通常
园内的柑橘产量在 20万斤左右，在两三周到

一个月左右被游客采摘完毕。
没有想到，今年的柑橘在 2天内就被采完

了。
之所以今年的橘子很快被采完，有两方面

原因，一方面是产量大幅减少，另一方面是公
园免费以后游客较多，很多游客想：免了 20 元
门票费就用作柑橘采摘费。据悉，滨江森林公
园的柑橘采摘费用为每人 20元，可以采 5斤
柑橘，超出部分按照 4元一斤购买。
“由于去年冬天遭遇寒流，橘园里的部分

橘子树受冻甚至死亡，导致产量大减，今年只有
往年十分之一的产量，大约两三万斤。公园免费
开放以后，游客较多，昨天有 1.4 万名游客，入
园车流一度缓行 2公里，游客中大约 3000 人
去橘园采摘橘子。”公园相关人士介绍，为了确
保采摘体验度和安全，对橘园内的人数控制在
150人左右，出来一部分游客再放行一部分，所

以橘园门口一度排起长队等待入园采摘，“到
闭园的时候，我们估算了一下，估计今天再采一
天橘子就会被采完，所以发了公告，而去年橘子
采了一个月也还没有全部采完。”
和滨江森林公园隔了一条黄浦江的共青

森林公园这两天同样游客如织，因为上海菊花
展上周刚在公园开幕。公园工作人员介绍，30
日公园有 4.2 万多名游客，31 日截至中午 12
时已有 2.2 万多名游客。
实际上，自 9 月天气逐渐凉爽以来，共青

森林公园双休日、节假日的游客一直保持高
位。今年国庆节，共青森林公园 7天总游客量
达到 30多万人次，平均每天 4万多人次。这个
双休日是上海菊花展开幕后的第一个双休日，
也是公园免费以后的第一个大型花展，很多游
客全家出动或者约上亲朋好友一起来观赏秋
季的主要花卉菊花。

最好吃的大闸蟹来了！
6两母 8两公爆黄红膏蟹千里挑一，3两母 4两公性价比最高

“滨江森林公园柑橘采摘节”提前结束
共青森林公园菊花展一天来了 4万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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